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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沙特阿拉伯王国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5/1、第 16/21 和

第 17/119 号决议，在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的框架内提交其第三次报告。本报告
调查了沙特阿拉伯王国在 2013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间根据本国的义务以及在
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收到并得到完全或部分认可的建议，在保护和促进人权
方面取得的进展。
2.

由第 308 号内阁决定(2016 年 4 月 25 日)通过的“2030 年沙特愿景”，是一

份总的政策、计划和倡议的蓝图，将在一个由三个主题组成的框架内发挥沙特王
国的潜力和上帝赐予的资源。这三个主题是：充满活力的社会，蓬勃发展的经济
和雄心勃勃的国家。每个主题都列入了若干与人权直接或间接相连的目标，并明
示或隐示地论及若干这些权利，主要是安全、健康和工作的权利，妇女、儿童、
老人和残疾人的权利，发展和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权利，组织和支持结社的权
利，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和政治权利。根据沙特王国这一雄心勃勃的愿景，已经启
动了许多方案和行政措施。
3.

为了实现“2030 年沙特愿景”，已经通过了一个由 12 项计划组成的清单。

它们是：朝圣计划、国家转型计划、公共投资基金计划、国家工业发展和物流计
划、金融部门发展计划、生活方式质量计划、国家公司促进计划、战略伙伴关系
计划、住房计划、私有化计划、沙特国格培养计划和财政平衡计划。欲了解更多
信息，请访问“2030 年沙特愿景”网站：http://vision2030.gov.sa/en。

二. 报告编写所遵循的方法1
4.

报告编写过程由以下几个阶段组成：
(a) 落实以前建议阶段：自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2014 年 3 月 19 日)

通过沙特王国关于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收到的建议的报告以来，就在努力落
实得到沙特人权委员会完全或部分认可的建议。发布了第 28277 号最高令(2016
年 3 月 21 日)，强调所有利益攸关方必须与人权委员会充分合作，以确保沙特王
国认可的建议得到执行，并采取适当措施解决执行方面的任何障碍。第 13084 号
最高令(2015 年 1 月 18 日)设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负责编写关于沙特王国加入
的各项人权公约的报告和普遍定期审议所要求的报告。该委员会还负责监测各区
域和国际条约机构以及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建议。该委员会中有许多政府机构的
代表，并与民间社会机构合作。
(b) 筹备阶段：在此阶段，重点是通过培训课程和讲习班，为常设委员会
成员和参与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报告编写知识和技能。为此目的，沙特王
国利用 2012 年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缔结的技术合作
谅解备忘录，开办了一些由人权高专办批准的培训员讲授的培训课程和讲习班，
以提高国家能力，并确保最大限度地遵守普遍定期审议进程。
(c) 收集信息阶段：在此阶段，在客观性、透明度和真实性原则的基础
上，收集报告所需的信息。与民间社会机构的代表举行了会议，以获取信息和审
查所收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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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起草阶段：在此阶段，根据某些标准按专题安排与报告有关的信息，
重点放在总的信息，以了解总体情况，并侧重沙特王国在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
间认可的建议方面取得的成就和成绩。使用技术术语，以方便对报告的阅读和讨
论。这一阶段的结果是编写了一份报告草稿。
(e) 国家审议和协商阶段：在此阶段，邀请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审议和讨
论该草稿，并作出若干修订。本文件即是这一过程的最终产品。

三. 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般框架2
(a)

法律框架
5.

除了与人权有关的现有法律法规外，在报告所涉期间还发布了许多法律、法

规、命令、决定等，并对与人权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许多修正。以下是对最重
要的法律规定的简要回顾：

法律和法规
防止虐待法3
6.

此法案由第 52 号皇家敕令(2013 年 9 月 21 日)颁布，是解决社会中一些群体

遭受的各种形式的虐待的重要国家框架。此法旨在确保防止所有类型的虐待，提
供帮助和治疗，提供收容所和社会、心理和健康护理，确保采取适当的法律措
施，以追究和惩罚犯罪者，并传播对虐待行为社会影响的认识。由劳动和社会发
展大臣第 43047 号决定(2014 年 3 月 9 日)发布的执行条例，包含了一些为执行该
法的规定所建立的机制。

失业保险法
7.

此法案由第 18 号皇家敕令(2014 年 1 月 13 日)颁布，保障失业工人按特定规

则获得补偿，直至他们重返工作岗位。

心理健康护理法4
8.

此法案由第 56 号皇家敕令(2014 年 7 月 17 日)颁布，其第 2 条寻求规范和改

善对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照护，确保他们的权利，维护他们的尊严，并保护他们的
家庭和社会。

儿童保护法5
9.

此法案由第 14 号皇家敕令(2014 年 11 月 25 日)颁布，旨在保护未满 18 岁者

免遭虐待和忽视。第 2 条确认了伊斯兰教法、成文法和沙特王国所加入的保障儿
童权利并保护其免受一切形式的虐待和忽视的国际公约的规定。它强调必须教育
和传播对儿童权利的认识，特别是在保护儿童免遭虐待和忽视方面。由劳动和社
会发展大臣第 56386 号决定(2015 年 4 月 5 日)发布的执行条例，载有关于执行该
法的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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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和非政府组织法6
10. 此法案由第 8 号皇家敕令(2015 年 12 月 1 日)颁布，旨在规范、发展和保护
非政府活动，促进国家发展，推动公民参与社区管理和发展，培养社会成员参与
志愿工作的文化，实现社会团结。此法案授权劳动和社会发展大臣负责颁发许可
证，并促进协会和组织的发展，为它们提供政府支持，培养从事社会志愿工作的
文化。为简化程序，第 8 条规定，提出结社申请的最低人数是 10 名沙特自然人
或法人(过去要求最低人数为 20 人)。劳动和社会发展大臣应在完成申请程序之
日起 60 天内对申请作出答复。在此期限内不作答复，即等于批准。

恐怖主义和为恐怖主义融资罪行法7
11. 此法案由第 21 号皇家敕令(2017 年 11 月 1 日)颁布，它界定了恐怖主义罪
行和相关的程序问题，包括逮捕、拘留、临时释放、指定法律顾问和有能力审理
恐怖主义案件的法庭。法案对罪行和惩罚进行了界定。

视听媒体法8
12. 此法案由第 33 号皇家敕令(2017 年 12 月 13 日)颁布，其第 5 条禁止挑起公
民之间冲突、分裂和仇恨，煽动暴力，威胁社会和平和不尊重他人的行为。

预防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和患者权利和义务法
13. 此法案由第 41 号皇家敕令(2018 年 1 月 3 日)颁布，其第 2 条和第 3 条将艾
滋病毒/艾滋病归类为传染病，力求保护该疾病患者的权利，确保他们得到适当
的照护和康复，并能够继续行使其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法案要求卫生当局为患
者提供保健、咨询和心理支持，同时尊重其权利。

反骚扰法
14. 此法案由第 97 号皇家敕令(2018 年 5 月 31 日)颁布，旨在预防和打击骚扰
罪，惩罚罪犯和保护受害者。它寻求维护伊斯兰教法和成文法保障的个人隐私、
尊严和个人自由。

少年法9
15. 此法案由第 113 号皇家敕令(2018 年 7 月 31 日)颁布，载有处理少年犯罪的
必要条款和措施，包括以适合其年龄的方式对其拦截搜查、逮捕、调查和起诉；
它还规定开展行为评估。此法案寻求在刑事司法系统中保障少年的权利。

皇家敕令、最高令和内阁决定
第 35362 号最高令(2013 年 7 月 30 日)
16.

此令批准了《全面无障碍计划》关于改善城市环境，以使残疾人能够融入

社会和独立生活的指导方针。

第 82 号内阁决定(2014 年 1 月 6 日)
17. 此决定批准了《住房补贴法》，该法与其执行条例的目的是促进住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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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8 号内阁决定(2014 年 8 月 25 日)
18.

此决定规定组建沙特卫生委员会，该机构负责监管由各部委和政府机构经

管的医院，并确保这些机构协调工作，提供医疗保健、辅助医疗和医疗后送服
务，确保药品和医疗用品的供应，发展健康环境，研究和评估卫生服务提供标
准。

第 308 号内阁决定(2016 年 4 月 25 日)
19.

此决定批准了“2030 年沙特愿景”，并要求经济和发展事务委员会制定和

监督实施这一愿景的机制和程序。它还要求各部委和其他政府机构(在其各自的
职权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实施措施。

第 27808 号最高令(2017 年 3 月 15 日)10
20.

此令要求对家庭暴力以及处理监护和照管问题的最佳方式进行研究，包括

审查相关立法，以提出对这些立法的修正案，并编写关于一般家庭暴力问题和照
管问题的手册。命令还要求与利益攸关方合作，为全国各地的法官举办课程。

第 33322 号最高令(2017 年 4 月 18 日)11
21.

此令允许妇女获取所有政府服务，并可处理自己的事务而无需获得他人的

批准。它还支持人权委员会就沙特王国加入的国际公约启动教育方案，作为提高
对妇女权利认识的综合计划的一部分。

第 289 号内阁决定(2016 年 4 月 11 日)
22.

此决定批准了促进美德和预防犯罪委员会的新章程，该章程界定了委员会

的权力，并制定了确保其与执法机构协调运作的各项措施。

第 240 号皇家敕令(2017 年 6 月 17 日)12
23.

此令将调查和检察局更名为检察院，它直接向国王报告，并在履行职责时

完全独立。

第 679 号内阁决定(2017 年 8 月 7 日)
24.

此决定批准了赡养费基金的章程，目的是确保赡养费得到按时支付。按照

该法，妇女有权根据一项司法命令获得赡养费，但裁决只在贫困情况下才能加以
执行。根据此决定第 4 条，在裁决作出之前，申诉仍在法庭审理的离婚妇女可以
临时收到基金的赡养费。

第 905 号最高令(2017 年 9 月 26 日)13
25.

此令授权《交通法》及其执行条例的实施，规定在平等的基础上为男女颁

发驾驶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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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主要法律
刑事诉讼法14
26. 根据第 2 号皇家敕令(2013 年 11 月 25 日)颁布的最新《刑事诉讼法》，要
求告知被告其权利(第 4 条)。该法主张无罪推定原则。第 34 条要求执法人员立
即采录被捕者的陈述。如果有足够多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则将嫌疑人同录音员
一起送交调查员，调查员必须在 24 小时内对他进行审问，然后命令释放他，除
非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犯有严重罪行，或者对其进行拘留符合调查的利益。此法
明确规定，被告有权在调查和审判阶段要求获得辩护律师。被告如果没有经济能
力聘请律师，可要求法院为其指定一律师，费用由国家承担。此法及其执行条例
澄清了这一事项。此法允许法官推迟或暂停执行判决，如果罪犯的性格、过往行
为、年龄、个人情况、犯罪情节或其他因素说服他这样做的话。根据内阁第 142
(21 Rabi I, 1436 AH)号决定发布的执行条例包含了细节。

劳动法15
27.

第 46 号皇家敕令(2015 年 3 月 25 日)批准了对《劳动法》若干条款的修正

案，《劳动法》是根据第 51 号皇家敕令(2005 年 9 月 27 日)颁布的。修正案包括
以下内容：雇主必须在企业的一个显著位置展示工作条例，或通过其他方式向受
其约束的人员告知这些条例(第 13 条)；雇主不得将工人从原来的工作地点转至
另一地点，并要求其改变居住地(第 58 条)；在工作时间内，工人在工时内连续
工作不得超过五小时，而且必须各有不少于半小时的休息、祷告和用餐时间(第
101 条)。

区域和国际人权文书16
28.

一个高级别政府委员会目前正在对两项人权文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进行研究，以期加入。人权委
员会按照其章程第 5(4)条，可就国际人权文书及其加入问题发表意见。根据第
37 号皇家敕令(2013 年 4 月 28 日)，沙特王国已经成为国际劳工组织 1973 年
《最低年龄公约》(第 138 号)的缔约国。

旨在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国家计划和政策17
29.

第 13084 号最高令(2015 年 1 月 18 日)批准制定沙特王国的国家人权战略，

包括旨在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所有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符合伊斯兰教法、《基
本治理法》和其他法律以及沙特王国加入的各区域和国际人权公约。关于沙特王
国的义务，与一些区域和国际宣言、方案和行动纲领交换了意见。一个由政府和
非政府机构组成的委员会目前正在起草该战略。该战略包含六个主题：法律框
架、机构能力、民间社会、企业部门，人权文化以及区域和国际合作。这些将产
生涉及所有人权的一系列目标、计划和倡议。
30.

打击贩运人口罪行的国家行动计划(2017-2020 年)是旨在预防和防止贩运人

口的措施之一。
31. 由第 227 号内阁决定(2018 年 1 月 23 日)通过的国家水战略，旨在确保在正
常和紧急情况下继续提供足够数量的安全用水，改善所有用途的需求管理，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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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用水和废水服务，保护水资源和改善水的利用，同时保
护当地环境。
32. 由第 439 号内阁决定(2018 年 5 月 1 日)通过的粮食安全战略和执行计划，
力求实现五个战略目标：建立具有竞争优势的、可持续的当地粮食生产系统，实
现粮食外部来源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确保可在沙特王国内获得安全的食品，鼓励
健康和平衡的营养习惯，建立应对粮食安全风险的能力。
33. 根据第 454 号内阁决定(2018 年 5 月 8 日)通过的国家环境战略，旨在帮助
提高生活质量，促进遵守环境法规，实现对气候变化的最大程度的适应，支持研
究开发环保技术，在环境和气象部门的管理和运作中采用最高专业和道德标准，
遵守国际条约，鼓励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

(b)

体制框架
34.

在报告所涉期间，建立了一些与保护和促进人权有关的体制框架。这些框

架负责相关法律和条例以及沙特王国已加入的公约的执行和监测，并促进司法和
行政补救，其中最重要的机构如下：

教育评估委员会18
35.

第 94 号内阁决定(2016 年 11 月 27 日)批准了教育评估委员会的监管安排，

该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机构，享有行政和财务上的独立性。该委员
会的基本职能是进行教育评估，以通过改进产出质量，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并
支持国家经济发展。

司法培训中心19
36. 根据第 162 号内阁决定(2014 年 2 月 24 日)，在司法部的组织结构内设立了
司法培训中心，目的是提高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资格水平。

沙特律师协会20
37. 根据第 317 号内阁决定(2015 年 4 月 27 日)通过的沙特律师协会条例章程，
包含了一些旨在加强律师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作用的条款。

萨勒曼国王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中心21
38. 成立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的萨勒曼国王中心，致力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
救济。该中心运作了一系列根据最新全球模式设计的方案，以扩大沙特王国提供
的重要援助和救济方案，帮助减轻经历了人道主义危机的社群的痛苦，使他们过
上体面的生活。该中心力求巩固沙特王国在海外的救济行动，并协调政府和非政
府救济机构的活动。
39. 该中心自建立以来，已与覆盖全世界 40 个国家 12 个人道主义部门的 124
个国际伙伴组织和当地机构合作，实施了 439 个项目。

宗教基金总局
40. 该局根据第 11 号皇家敕令(2015 年 12 月 8 日)设立，力求规范宗教基金，
以促进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团结中的作用，从而积极思考人权状况。
GE.18-13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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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总局22
41. 该局根据第 133 号皇家敕令(2016 年 5 月 7 日)设立，其章程根据第 120 号
内阁决定(2017 年 11 月 14 日)发布。该局负责促进社会不同群体的文化。

娱乐总局
42. 该局根据第 133 号皇家敕令(2016 年 5 月 7 日)设立，负责与娱乐有关的活
动，从而有助于促进一些人权。

体育总局
43.

第 133 号皇家敕令(2016 年 5 月 7 日)第(9)段将青年福利总署改名为“体育

总局”。该局负责与体育有关的事项。

家庭事务理事会23
44. 该理事会由第 443 号内阁决定(2016 年 7 月 25 日)设立，负责家庭事务。其
章程第 6 条要求组建若干个技术委员会，包括儿童委员会、老年人委员会和妇女
委员会。第 14 号内阁决定(2017 年 9 月 26 日)为家庭事务理事会章程关于理事会
组成的第 3(1)条增加了新的一项，即增加两名专门研究老年病学的成员。在理事
会组建的委员会中，有一个家庭保护委员会。

残疾人福利局24
45. 该局的章程根据第 266 号内阁决定(2018 年 2 月 13 日)发布。根据这一章
程，该局为残疾人提供护理，并确保他们获得与残疾有关的权利。它力求改善政
府机构向残疾人提供的服务，帮助他们获取基本的护理和康复，提高预防水平，
界定每个与残疾人福利有关的机构的作用，并为此目的与利益攸关方进行合作和
协调，以确保采取必要的措施。

沙特知识产权局
46. 由第 496 号内阁决定(2018 年 5 月 29 日)通过的该局章程，授权其负责沙特
王国的知识产权活动。

四. 在当地促进和保护的人权
(a)

司法系统25
47.

在报告所涉期间，出现了许多积极的事态发展，反映出国家对司法系统的

兴趣。其中包括颁布和更新若干立法(《刑事诉讼法》、《伊斯兰宗教法院程序
法》、《申诉委员会程序法》)；加强检察院的独立性，授予其工作以司法能
力；并建立了若干机构(例如沙特律师协会)，这些机构通过加强司法权利和保
障，帮助制定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法律和体制框架。
48.

第 20 号皇家令(2014 年 11 月 29 日)指示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制定关于伊斯

兰教法与司法裁决有关的司法裁决法草案，并按照伊斯兰法学标题下的专题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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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开始建立专门法院，这代表了在巩固司法机构方面的积极进展。已宣布将

在利雅得、吉达和达曼开设三个商业法庭，并在几个城市的一般法院系统内设立
专门的商业法庭和上诉分庭。
50.

已在司法部的组织结构内设立了司法培训中心，目的是提高法官和法院工

作人员的效率和资格水平。该中心自成立以来，为法官和律师举办了许多培训方
案，包括关于沙特王国加入的各人权公约的适用性的课程。自 2016 年成立以
来，共有 880 名法官和律师接受了该中心的人权培训。
51. 根据第 78 号皇家敕令(2007 年 10 月 1 日)颁布的《司法法》所规定的司法
原则，是最高法院关注的问题。这些原则旨在改进司法判决的连贯性，并支持编
纂工作。2017 年，出版了一部巨著，其中包含了多年来收集的与司法系统有关
的所有领域的 2,323 项司法原则和裁决，从 1391 AH 至 1437 AH(1971 CE 至
2016 CE)。
52.

作为国家转型计划举措的一部分，司法部在“知识与丰富”的口号下，在

全国各城市举办了许多司法文化展览。这些展览有四个平台，包括：“电子服
务”，提供信息介绍司法部关键的服务；“法律”，涵盖有关妇女、儿童和家庭
的法律；“知识”，旨在提高认识，并提供有关个人身份问题的信息。
53.

司法部与民间社会组织(包括 Mawadda 减少离婚协会)合作，提供免费法律

咨询。在法院开设妇女办公室，由合格的女性法律顾问组成，提供与权利有关的
免费服务。
54. 关于国际合作和专业知识交流，司法部目前正在对 30 项未批准的公约和谅
解备忘录以及 12 项以前批准的公约、谅解备忘录和执行方案进行研究，促进与
某些国家在以下领域的合作：法律服务、专业知识交流、合作提供法律援助和启
动若干培训计划。

(b)

刑事司法26
55. 已采取若干刑事司法措施，包括颁布关于编写司法裁决法草案的第 20 号皇
家令(2014 年 11 月 29 日)(见上文第 48 段)。
56.

检察院开始在访谈室安装闭路电视摄像机，以确保在询问嫌疑人时遵守正

当程序。此外，检察院发布了一份通知，指出案件卷宗必须表明检察院人员已经
通知嫌疑人其权利，且起诉书中提到沙特王国已加入的人权公约的概念。监狱总
局已设立了一个人权部门，并加强了在监狱内部设立的、接受囚犯和被拘留者投
诉的监督机构办公室的作用。
57.

沙特王国的法律申明了公开审判的原则。因此，《刑事诉讼法》第 154 条

规定：“应公开举行法庭听证会。在特殊情况下，法院可私下听审案件或案件的
一部分，或可以安全或维护公共道德为由或者在认为必须确定真相时，禁止某些
团体参加听证会。”第 181(1)条规定：“判决书在由判决法官签字后，应在公开
法庭上宣读。”《刑事诉讼法》确认被告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并在其缺乏经济能
力时有权要求法院为其指定一名律师(见第 26 段)。
58.

沙特王国的法律含有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应获得赔偿的条款。这是沙特

王国的司法原则之一。《刑事诉讼法》保障受害人、其律师或继承人有权提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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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并允许犯罪受害者在调查阶段要求私人诉讼权。该法规定，因罪行而遭
受损害者可在案件调查阶段要求私人诉讼权。该法还规定，因犯罪而遭受损害者
可在审判阶段要求私人诉讼权。此外，《刑事诉讼法》第 215 条规定，因诬告或
监禁延长或拘留期限超过规定期限而遭受损害者，有权在审理原案件的法院要求
赔偿。
59. 关于打击酷刑和虐待，第 43 号皇家敕令(1958 年 11 月 17 日)与其他几项相
关法律，如《刑事诉讼法》、《防止虐待法》、《儿童保护法》和《禁止酷刑公
约》(该公约在沙特王国加入后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相辅相成，建立了一个强
有力的法律框架，保障预防和保护免遭酷刑和虐待罪行，并确保受害者得到康
复、援助、补偿等形式的补救。
60.

在防止虐待方面取得的另一成就，是在劳动和社会发展部设立了一个特别

中心，以便利用一个全天候工作的统一电话号码(1919)接收有关家庭暴力的举
报。此外，还成立了一个由政府机构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议定
书》)，编写关于酷刑罪调查和文件记录以及受害者援助的参考手册。
61.

《少年法》澄清了在与少年打交道时应采取的法律措施。第 5 条规定，只

能在少年的父母/法定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将其逮捕，除非在作案时当场抓获，
在这种情况下，应立即通知其父母/法定监护人。第 7 条只允许在检察官认为有
此需要时拘留少年进行审问。在所有情况下，少年只能关押在劳动和社会发展部
管理的机构中。第 11 条规定，少年只能在其父母/法定监护人、社会工作者或专
家或其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接受讯问。第 12 条要求该机构编写关于该少年的社会
报告，并定期向法院通报他的情况。第 15 条规定，如果少年所犯罪行可判处死
刑，则该刑罚应减至在该机构服刑，刑期不超过 10 年。
62.

在促进刑事司法方面，最佳做法的一个例子是建立了“交流之窗”网站

(www.nafethah.gov.sa)。这使得在安全案件中被拘留者可以研究案件信息，并为
他们提供了与家人进行数字通信并提交请愿和投诉的途径。
63.

只能在严格条件下对最严重的罪行作出死刑判决。它要求在所有法院的审

判程序完成之后，由主管法院作出最终裁决。案件由 13 名法官审理，从由三名
法官组成的初审法院开始。即使任何一方都没有提出上诉，一审法院的判决也会
提交上诉法院，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审议。其后该判决必须提交最高法院，由
另外五名法官进行审议。如果最高法院维持判决，则所有审判阶段完成，其后检
察官应监督判决的执行，确保正确执行和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停止或推迟执行的
障碍。

(c)

反恐时注意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27
64.

沙特王国已利用一切机会申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狂热主义是与伊斯兰

教法的原则和目标不相容的，并宣布恐怖主义行为是刑事犯罪行为，必须受到惩
罚和威慑。安全部队成功地防止了许多恐怖主义暴力行为，并挫败了许多令人发
指的恐怖主义计划，同时表现出对人权的适当尊重。在反恐斗争中通过举报可疑
行为而发挥作用的公民和居民的警觉性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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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全国对话中心在传播温和态度和促进容忍与共存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实现其目标，它发起了许多项目，其中包括打击极端主义的
Tibyan 项目，其目的是传播温和、容忍和拒绝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的价值观。
66.

成立了反意识形态战中心，其任务是处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确

保对伊斯兰教的真正理解。该中心的预防恐怖主义和消除激进化方案，使世界各
地的年轻人能够抵御恐怖主义的哄骗。该中心的目标包括：通过研究极端主义的
根本原因，了解极端主义团体使用的工具和方法，识别恐怖主义团体所针对的社
会群体，以及与国家和全球组织进行有效合作，从根本上深入了解极端主义问
题。
67.

在区域和国际两级，两圣寺护法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于 2017

年 5 月 21 日宣布成立全球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中心(“Itidal”)，它是反恐体
制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该中心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监测和分析极端主义意识
形态，从而加以对抗和防范。

(d)

促进廉正和打击腐败28
68. 根据第 38 号皇家令(2017 年 11 月 4 日)，成立了一个反腐败高级委员会，
由王储殿下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控制和调查委员会主席、国家反腐败委员会主
席、总审计局局长，检察长和国家安全局局长。它代表了旨在根除腐败和保护公
共资金的激进改革，在此过程中要实现实质性的经济利益，形式是将非法获得的
公共资金收回国库，促进投资者信心和鼓励投资沙特市场。
69.

第 3 号内阁决定(6 Muharram 1437 AH)设立了业绩衡量国家中心(“Adaa”)。

该中心衡量公共机构的业绩指标，运用标准模型、方法和工具来提高效率和效
力。它定期发布报告，说明公共机构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业绩指标的状况，以
及实现“2030 年沙特愿景”各项举措的进展情况。该中心还衡量客户对公共服
务提供情况的满意度。

(e)

打击贩运人口29
70.

颁布《贩运人口问题法》，加入关于打击贩运人口的公约和议定书，汇集

有关政府机构的代表以组建打击贩运行为委员会，并在劳动和社会发展部内设立
一个部门以打击贩运人口罪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制定一个法律和体制框架，保
障每个人不受歧视地免遭贩运人口罪行的侵害，向受害者提供医疗、心理和法律
援助，支付损害赔偿金和其他形式的补救。劳动和社会发展部已拨出一个统一的
电话号码(19911)，以八种语言接受投诉，包括有关贩运人口的投诉。
71.

目前正在努力执行《打击贩运人口罪国家计划》(2017-2020 年)，并为法

官、检察院工作人员、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民间社会
组织的雇员和工作人员举办了一些培训活动和方案，以提高国家打击贩运活动的
水平。成就清单还列入与各国和各区域和国际组织合作，缔结双边协定，以促进
就业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活动，包括打击贩运人口罪的活动。
72. 第 109 号皇家敕令(2017 年 7 月 18 日)批准了一项关于沙特王国(由人权委员
会代表)与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进行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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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预防和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合作，为受害者提供护理、保护和收容所，并为建
设国家能力制定方案和活动。

(f)

民间社会30
73.

《民间结社和组织法》代表了一个完善的法律框架，表明了许多社会和发

展目标。该法和相关法案保证了民间社会组织的多样性和独立性。沙特王国的非
政府协会和组织由于得到支持，到 2018 年 3 月底，其数目已增加到 1,121 个。
其中大多数组织与人权或人权的特定方面有某种联系。2017 年，劳动和社会发
展部提供了 7 亿多沙特里亚尔作为补贴。已经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用于协
会，另一个用于非政府组织，并批准设立家庭基金。将是否批准许可申请的决定
期限定为 60 天。民间社会组织与有关机构合作，编制和监测法案和条例草案的
执行情况，并协助出版关于人权的报告。

(g)

见解和表达自由31
74.

沙特王国的法律保障见解和表达自由，除了法律规定的限制和尊重他人权

利和声誉、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和公共道德的需要外，没有
任何限制。此外，见解和表达自由不包括宣传战争，推销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
或煽动歧视、侵略或暴力。出版了大量印刷和在线的报纸，创建了两个独立的机
构(一个用于广播和电视，另一个用于视听媒体)，出现了用许多语言播出的电视
频道和广播电台，并放宽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不断扩大的表
达空间和越来越多的行使这一权利的方式。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全国对话中心在
选择主题和事务方面享有独立性，为讨论公民面临的许多麻烦和问题提供了一个
适当的环境。这代表了一个真正的发展。

(h)

为两圣寺提供服务和照护32
75.

沙特王国非常重视两圣寺，调拨了为它们和朝圣者服务所需的一切资源。

沙特王国目前正在目睹伊斯兰历史上两圣寺最大规模的扩建，耗资超过 700 亿沙
特里亚尔(相当于 180 亿美元)。扩建将使容量翻倍，并使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
(2017 年约为 250 万人)能够轻松自信地举行仪式和纪念活动。此外，已经在麦
加、麦地那和各个圣地完成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为大型多功能服务设施网络提
供了支持。除了两圣寺的扩建，实施的项目包括：扩建麦加和麦地那中心地区的
朝圣者住宿设施，启动连接各圣地的“马沙尔铁路”，建造 Jamarat 大桥，完成
机场和朝圣者终端的扩建，改善运输、健康和净化服务，以及用于朝圣者的其他
重要后勤服务。
76. 根据《基本治理法》第 24 条，沙特王国负责维护和为两圣寺提供服务，并
为朝圣者提供安全和照顾，使他们能够轻松自信地进行大朝觐(hajj)和小朝觐
(umrah)的仪式和庆祝活动，并造访先知寺(ziyarah)。因此，沙特王国全力以赴使
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不受歧视地进行朝圣仪式，不考虑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由 96 个大使馆和 18 个领事馆签发朝圣签证，且在与沙特王国没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组织朝圣团。此外，沙特王国已采取措施，帮助那些其政府在
朝圣团前往沙特王国的路上设置官僚障碍的穆斯林能够实现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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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教育和培训33
77.

由于沙特王国对教育的重视，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快速的发展和改革，重点

是全民教育、机会平等、免费教育、教育平等、课程开发、教师业绩、学校管
理、学校建筑和设备、衡量和评估的工具和方法、教育指导和咨询、有视听障碍
和智力障碍的学生、有自闭症的学生和残疾学生义务教育。
78.

定性和定量指标反映出这一持续的发展。2017 年，小学教育的净入学率为

98%。共有 38,368 所学校，为 6,230,108 名男女学生提供服务(自 1980 年以来，
这些数字增加了四倍)；他们由 537,147 名男女老师教授。有 28 所公立大学和 29
所私立大学和学院，共有 1,485,915 名男女学生。大约有 152,172 名男女学生获
得奖学金在国外大学学习。已经为男女教师开设了特别课程，为其在沙特大学和
国外大学学习提供奖学金，以提升他们的学术资质。2017 年，共有 912 名教师
获得奖学金在国内或海外学习。有 1,798 个扫盲和成人教育中心。
79. 教育和培训部门34 获得了 1,920 亿沙特里亚尔(510 亿美元)，在 2018 年国家
预算中所占份额最大。
80. 根据第 89263 号部级决定(2017 年 7 月 11 日)，教育部为女学生能够参加体
育课发起了一项倡议。该倡议旨在每年建造和装备 500 个体育馆，以促进女生的
健康。
81.

《终身教育倡议》(“Istadama”)是一项国家发展倡议，致力于消除文盲，

使个人能够利用各种教育和培训机会。该倡议针对 15-50 岁年龄组的成年男女。
82. 根据第 84328 号部级决定(2015 年 12 月 29 日)，为沙特王国南部边境地区
的学校建立了一个教育支助中心，目的是确保靠近南部边境地区遭受伊朗支持的
胡塞民兵暴行的人民继续接受教育。该中心力求在一系列备选方案的基础上确保
教学的连续性，例如，启动虚拟学校项目，已有 5 个学区的 44,000 名学生从中
受益。
83.

沙特王国有 45 所技术和职业学院，其中 15 所提供学士学位课程。2017

年，约有 22,417 名男女学生从这些学院毕业。2017 年，约有 12,924 名男女学生
受益于为公立学校学生举办的职业培训计划。大约 24.2%的中学毕业生是从技术
和职业培训学校毕业。
84.

沙特王国在区域和国际两级参与教育部门的人道主义和救济工作，为支持

教育机构和方案提供援助，并帮助受危机影响者继续接受教育。沙特王国为支持
教育和文化方案共提供了约 160 亿沙特里亚尔的援助。

(j)

保健35
85.

努力根据需要继续改善提供的保健服务，遵守平等原则。有几个重点领

域，包括孕产妇和儿童保健，免疫接种方案，残疾人、老年人和学生保健，心理
健康，事故受害者保健，紧急情况和灾害，流行病和传染病控制，安宁疗护，器
官移植，以及综合医疗保健系统和支助基础设施的其他组成部分。
86.

到 2016 年，沙特王国所有省和县的初级卫生保健中心的数量已达到 2,450

个，提供初级护理、慢性病治疗和妇幼保健。它们已经接待了 5,200 多万次就
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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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沙特王国已采取若干促进生殖健康的措施。因此，2017 年女性出生时平均

预期寿命上升至 76.3 岁，孕产妇死亡率降至每 10 万活产 12 人。2017 年，约
99.7%的分娩是在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的监督下进行的，而在 2016 年，约 98%
的孕妇接受了专业保健护理。卫生部已启动电话热线服务(937)，接受患者投
诉，并每天 24 小时提供医疗咨询服务。
88.

为提高医务人员的知识水平和能力，采取了许多措施，重点是提高培训的

入门水平和不断开发课程和培训方法。2017 年，大学的医学院和卫生学院共招
收了 81,434 名男女学生，海外留学人数为 21,658 人。
89.

2017 年成立了沙特患者安全中心。这一国家权威机构负责处理与患者安全

和预防医疗错误有关的所有事项。该中心将根据国家转型计划的卫生部门举措，
制定患者安全国家战略。
90.

因向朝圣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沙特王国数十年来在大规模采集药品方面

获得了许多经验和专业知识，这些经验和专业知识为成立全球大规模采集药品中
心提供了动力。该中心是大规模采集药品领域的世界权威。

(k)

就业36
91. 与“2030 年沙特愿景”相关的项目，特别是 NEOM、红海项目和各种工业
计划，将为众多沙特青年男女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预计未来几年失业率将逐步
下降。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发起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和促进工作权的倡议，其中最重
要的是就业沙特化方案(“Nitaqat1”)和补充方案“Nitaqat 2”；旨在覆盖和保护
私营部门沙特工人免受职业危害的社会保障计划；旨在确保定期支付工人与雇主
之间达成的工资的保护系统。由公务员部发起的电子招聘系统(“Jadarah”)是公
共部门招聘国家平台。
92.

劳动和社会发展部拨出一个统一的电话号码(19911)，用于以八种语言接收

移徙工人的投诉，这是在工人公平待遇方面的一种进步。另外两个代表在移徙工
人处境和待遇方面取得进步的方案，是在劳工教育网站上发起的“你的就业顾
问”计划，以及确保通过当地银行按时支付工资的工资保护制度。
93.

为促进家政服务人员的权利，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包括劳动和社会

发展部、人权委员会、国家人权协会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提出的提高认识措施，
打击贩运委员会为监测剥削罪的根本原因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劳动部和人权委员
会为确保监督而采取的措施。它们还包括经改进的海外招聘机制，对招聘者的监
督和控制机制，以及保护和支持机制。37

(l)

发展权38
94. “2030 年沙特愿景”及其所产生的计划和倡议都符合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其包容性代表了国家发展的质的进步。此外，沙特王国力求提高生活水平，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并改善服务的提供。
95.

取得的特殊成就包括：确保所有儿童，包括男孩和女孩都能获得受教育的

机会，降低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产妇死亡率，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和
其他主要疾病的蔓延，以及在使妇女有能力参与就业市场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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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该领域最佳实践的一个例子，是引入“公民账户”计划，通过将政府福利

转用于有需要的群体，帮助家庭解决经济改革的直接和间接的预期影响。第
24535 号最高令(2017 年 2 月 22 日)批准了在沙特王国计算绝对贫困线和衡量贫
困程度的方法。39
97. 根据第 454 号内阁决定(2018 年 5 月 8 日)通过的国家环境战略、根据第 227
号内阁决定(2018 年 1 月 23 日)通过的国家水战略，以及根据第 439 号内阁决定
(2018 年 5 月 1 日)通过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仅仅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
一些关键措施。

(m)

妇女和儿童
妇女权利40
98.

在报告所涉期间，大多数的改革和发展都涉及促进和保护妇女的权利及增

强妇女权能。这体现在所采取措施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取得的成果上。为增强妇女
权能和促进两性平等已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在伊斯兰教法的框架内进行的。其中
包括已经提到的编纂有关个人地位问题的司法裁决；颁布第 33322 号最高令
(2017 年 4 月 18 日)，允许妇女获得政府服务，并可处理自己的事务而无需获得
他人的批准(见上文第 21 段)；任命 30 名妇女担任协商委员会成员，占委员会成
员的 20%；赋予妇女投票权和在市选举中作为候选人的权利；任命六名妇女担任
人权委员会董事会成员；任命沙特妇女担任高级职务，如副部长、大学校长和包
括沙特证券交易所(“Tadawul”)在内的几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因此，妇女现
在在公共和私营部门担任决策要职。
99. 为促进妇女的司法权利已作出了一些决定，包括：41

100.

•

引入赡养费基金(见上文第 24 段)；

•

签发两份结婚证书，夫妻双方各一份；

•

向女性颁发公证人执照，赋予某些妇女公证人的权力。
成立家庭事务理事会，是保护和促进妇女和家庭权利的体制框架的重大发

展。该理事会已将妇女事务的责任委托给一个委员会，将保护家庭的责任委托给
另一个委员会。妇女事务委员会已开始举办咨询研讨会，审查与妇女有关的主要
法律。此外，该理事会还批准了一个制定国家妇女战略的机制。
101.

《防止虐待法》42、其执行条例和相关执行措施的颁布，是对打击一切形

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保障(见上文第 6 段)。
102. 投诉中心于 2016 年开始运作。该中心收到关于家庭暴力的报告(见上文第
60 段)，检察官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 条提起刑事诉
讼。检察官如果认为调查涉及私人诉讼权的罪行符合公共利益，则会这样做。
103. 关于妇女的行动自由权，授权实施《交通法》及其执行条例的第 905 号最
高令(2017 年 9 月 26 日)，规定，在平等基础上为男女颁发驾驶执照。为了使女
性准备好在沙特王国驾驶汽车，交通总局为全国各地的女性开设了五所驾校，同
时与大学合作开设了高级驾校。此外，还为持有外国驾驶执照并希望将其换成沙
特执照的女性在全国开设了 21 个中心。最高令已经实施，女性于 2018 年 6 月
24 日开始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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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为在经济上增强妇女能力，全国各地已开始实施一些举措，其中包括支持

职业妇女托儿服务的“Qurrat”计划；为职业妇女提供运输的“Wusul”计划；
“支持自营职业”计划，它扩大了妇女利用其技能增加收入的机会；以及“兼职
工作”和“远程工作”计划，使妇女能够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农村和偏远地区
也有旨在鼓励妇女加入就业市场的赋权计划。
105.

担任出庭律师、检察官和律师，并在与男同事平等的基础上从事法律工作

的女性的比例显著增加。检察院已发布指示，要求女律师得到与其男同事同等的
对待，使她们能够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0 条，研究其当事人的案件文件，并
在当事人受到询问时在场。
106.

在政府工作的妇女比例也显著上升。已经与人力资源开发基金、社会保险

总局以及技术和职业培训公司合作，并与雇主携手，制定了许多扩大女性就业机
会的方案。2018 年第一季度，共有 2,033,668 名妇女就业，而在 2017 年第一季
度，这个数字为 2,008,233。2018 年第一季度，在私营部门工作的沙特妇女人数
增加到 559,814 人，约占沙特人在私营部门就业的 32%。“2030 年沙特愿景”的
目标是，到 2030 年，将女性在就业市场的参与率从 22%增加到 30%，在非石油
GDP 中所占比例实现 3%的增长。
107.

标准模式就业条例第 34 条规定了同工同酬的一般规则，其中包括禁止在

同工同酬方面存在任何形式的男女工人歧视。值得注意的是，沙特王国是国际劳
工组织 1951 年《同酬公约》(第 100 号)和 1958 年《反对(就业和职业)歧视公
约》(第 111 号)的缔约国。
108.

关于沙特王国在妇女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增加以下内容：通过“母

子健康保障”，旨在追踪母亲和孩子从怀孕至出生至五岁的健康状况；施用按照
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修订的产前护理模式，并就其分发文献；建立国家妇女观察
站，它是沙特国王大学阿卜杜拉国王研究和咨询研究所的一个英才中心。该观察
站追踪沙特妇女参与发展方案及其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政府组织的情况。请注意，
沙特妇女占国家人权协会创始成员的 25%，而且在银行董事会、商会和沙特工程
师委员会中均可找到她们的身影。此外，妇女创立和管理的慈善机构数目业已有
所增加。
109.

沙特女企业家在全球名单和排名中占据突出地位。她们为促进妇女的权

利，在全国举办讲习班，并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全国对话中心的活动及其组织
的文化对话会议中发挥突出作用。她们还为改善向妇女提供的服务而参与实施各
种行动方案，包括家庭保障机制、生产性家庭方案、孕产方案、体育和休闲方
案，以及帮助收入有限的家庭发展自己的资源和从依赖转向生产的方案。
110.

伊斯兰教法禁止强迫婚姻，它认为只能在妇女同意的情况下缔结婚姻。它

禁止阻止妇女结婚或违背其意愿强迫其结婚。不得阻止妇女嫁给符合婚姻合法条
件的男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全国对话中心与利益攸关方和民间社会组织合
作，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被强迫结婚或早婚的妇女人数继续下降。该研
究引出了一系列提案，其中包含若干措施和指导方针。请注意，《儿童保护法》
执行条例第 16(3)条规定，在缔结婚约之前，必须确定 18 岁以下者(无论男女)的
婚姻不对其造成伤害，并符合其最佳利益。
111.

利益攸关方(如教育部、文化和信息部及人权委员会)开展的人权意识和指

导方案，旨在纠正可能导致歧视妇女的错误印象。高级学者委员会力求通过在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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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社交媒体账户上发表声明，并通过委员会成员在电视和广播中露面，纠正这
些想法。伊斯兰事务、宣教和指导部通过其传教士和阿訇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

儿童权利43
112.

沙特王国在促进对儿童权利的尊重、保护和信守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并

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法律和体制框架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颁布《儿童保护
法》和《少年法》，成立家庭事务理事会和组建其儿童事务委员会，以及根据第
320 号内阁决定(2009 年 9 月 7 日)，通过了卫生部关于未来十年的母子保健战
略。该战略规定了从胚胎阶段(以遗传病为重点)到成熟阶段的儿童生长发育所有
阶段的预防和治疗。它还寻求改善幼儿园的提供情况，以确保儿童在智力和体力
方面的才能得到识别和培养。
113. 第 152 号内阁决定(29 Rabi II 1437)授权教育部负责处理与 3 至 6 岁年龄组
儿童上幼儿园有关的所有事项。这包括颁发运营和管理幼儿园所需的许可证事
项。
114.

非政府组织对儿童的兴趣日益增长，这反映出民间社会对儿童权利的关

注。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及其同伴的天才与创造力
基金会以及卫生部和民间社会的各种倡议，加强了对天才儿童的识别和培养；改
善了向残疾儿童提供的教育和保健服务；教育机构对儿童行为的兴趣增加；为在
幼儿心目中植入健全的价值观和行为，保护他们免受犯罪诱惑和打击极端主义思
想的社会教育计划的数目增加。
115.

已经启动了一些以儿童为重点的方案和项目，44 包括一个增加幼儿园和托

儿所数目以覆盖整个国家并使幼儿早期方案和活动现代化的项目。
116.

在打击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方面，教育部启动了“Rifq”方案，以通过各种

方式减少学校暴力，主要是让学生、教职员和家长/监护人了解暴力的起因和形
式，帮助教职员和父母/监护人获得解决和减少暴力的适当教育工具，并为指导
顾问提供早期发现和治疗暴力行为的工具。
117.

已经开通了一个统一的免费救助热线(116111)，以向在家庭或学校、社

区、公共场所或政府或私人机构中遭受各种类型虐待、忽视或剥削的 18 岁以下
儿童提供支持，并向他们提供当场的专业咨询。儿童支助热线是国际儿童救助热
线的成员。

(n)

残疾人权利45
118.

从这一领域采取的许多措施中，可见国家对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关注。这些

措施包括成立残疾人照护局；对获得与残疾有关的权利提供保障；改善政府为残
疾人提供的服务；发布最高令，以通过普遍无障碍方案的指导方针，建立使残疾
人能够过上独立生活并融入社区的城市环境；成立萨勒曼国王残疾人研究中心，
该中心在研究致残原因、避免和治疗残疾方面位于最前沿；设立了萨勒曼国王残
疾人研究奖，该奖项有助于促进残疾人护理研究，改善对残疾人服务的提供，以
及确保对《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原则作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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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除此之外，残疾人康复中心的数量有所增加，38 个政府经管和 187 个私人
的中心提供日常护理。此外，残疾人权利协会正在日益扩大其影响。请注意，综
合康复中心有 7,816 名残疾人，私立日常护理中心有 16,507 名残疾人。约
445,824 个案例得益于为此目的分配的 52 亿沙特里亚尔财政援助。
120.

沙特王国已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促进残疾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所有

领域的权利，以使他们能够成为发展的伙伴，并在一些领域实施了若干方案和措
施。因此，在卫生领域提供包括遗传咨询在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服务，并进行
一系列测试，以确保早期发现疾病；最有残疾风险的婴儿在出生时即已登记和进
行监测，并相应通知卫生当局。为卫生工作者和事故急救人员举办了课程，以帮
助改进他们在帮助和治疗伤员方面的表现。在卫生设施中开设了约 22 个支助办
公室，为残疾人提供后勤服务，并使这些设施方便残疾人使用。
121.

在教育方面，教育部将部分残疾学生整合在一起，将他们安置在学校附属

的特殊教室中，并将其他残疾学生与非残疾学生安排在同一个教室。提供了教育
支持和康复服务，以确保他们在所有班级与同龄人保持同步。免费提供辅助设
备，如助听器、助视器和轮椅。为盲人提供教材，包括盲文教科书和有声读物；
对批准用于公共教育的教科书进行改编以适于聋哑人使用。使用手语来与聋哑学
生交流。46
122.

教育部与劳动和社会发展部、卫生部、教育评估委员会、一些慈善机构和

萨勒曼国王残疾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一项特殊教育倡议，其中涉及制定一项国
家残疾人教学战略文件。
123.

苏丹王子特殊教育支持服务中心是一个综合中心，旨在为患有学习困难症

因而无法入读普通学校或特殊需要学校的儿童提供一流的服务。该中心在政府开
办的学校和幼儿园进行评估、评价和诊断，然后根据具体需要为其制定适当的治
疗计划，以期让孩子作为能够与他人互动的独立个人，返回学校或家中的自然环
境。
124. 教育部采用了全纳教育的理念，并在 2015-2016 学年初开始在公立教育学
校将其付诸实践。它通过促进《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实施，为残疾学生服务。47
125.

在就业和社会福利领域，劳动和社会发展部启动了“Tawafuq”方案，目

的是雇用沙特残疾人；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工作环境；鼓励私营部门企业招聘和培
训残疾人，以提高他们的业绩水平；为照顾残疾人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并成立
为残疾人提供护理和康复计划的组织和中心，并向其提供补贴。

(o)

传播和教授人权文化48
126.

在传播和教授人权文化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举办若干教育和培训方案、讲

习班和讲座，以及举办涉及人权各个方面的在线和电视活动。社区中有影响力的
人物参与与儿童、妇女、残疾人和移徙工人有关的方案特别有益。沙特王国的教
育当局热衷于传播人权文化，第 13084 号最高令(2015 年 1 月 18 日)的颁布使他
们的努力达到高峰，该最高令指示人权委员会与教育部协调，将人权纳入高等教
育课程的主流，并采取行动在适当的院系中设立单独的人权专业。
127.

根据沙特阿拉伯王国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在

2012 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启动了许多培训活动和方案。2014 年至 2018 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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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法官、检察院工作人员、律师、保健从业人员和执法人员开展的活动和方
案多于 36 项，以提高对沙特王国加入的人权公约的认识，并探索如何最好地实
施它们的规定。
128. 2017 年 12 月 14 日，人权委员会与教育部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启动人
权电子学习门户网站，口号是“我的国家是我的权利的保护者”，旨在告知学生
他们的权利，并传播人权文化。
129.

作为其传播战略的一部分，信息部成立了政府传播中心，以促进政府机构

与媒体的融合和协调，及时了解事态发展，并与王国的全面复兴保持同步。该中
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政府机构的信息部门提供支持。
130.

政府机构通过在其网站和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与人权和义务有关的法律规

定，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帮助向这些网站的访问者传播权利文化。第 713 号内阁
决定(2017 年 8 月 22 日)有关在政府机构网站上发布相关法案、规则、规章和决
定，以使有关各方就此进行评论和发表意见。
131.

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家对话中心启动了“Salam”文化交流项目，以突

出和传达沙特王国在若干领域的发展和成就。已经启动了两项分支举措：使青年
领袖有资格参与全球对话的 Salam 方案，以及 Salam 电影短片竞赛。这两项举措
都侧重于支持年轻人、赋予其资格和增强其能力，使其能够参与国际各界的对话
和交流，并进一步发挥沙特王国在促进共存和多样性以及建设全球和平方面的作
用。

(p)

执行人权公约及与区域和国际机制合作49
132.

沙特王国是联合国五项主要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儿童权利公约》、《禁

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
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
它还是三项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
任择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
任择议定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
133.

由于沙特王国加入了这些公约，这些公约已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而沙

特王国在这些公约下的义务与其他成文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基本治理
法》第 70 条规定，“应由皇家敕令来颁布和修订法律、国际条约和协定及特许
权”，根据这一条，加入这些公约的法律文书(皇家敕令)与颁布国家其他法律的
法律文书是相同的。此外，第 287 号内阁决定(2010 年 7 月 26 日)颁布的国际公
约缔结程序第 11(1)条规定，一旦公约生效，相关机构必须采取必要的执行措
施，以确保沙特王国履行加入所产生的所有义务。
134.

沙特王国力求履行这些公约规定的义务，确保执行情况得到有关政府和司

法机构，主要是司法机构各个部门的监督。根据第 207 号内阁决定(2005 年 9 月
12 日)发布的人权委员会章程，授权该委员会监督政府各机构，以确保沙特王国
已加入的国际人权文书的适用，并确保这些机构采取适当的执法措施。根据第
13084 号最高令(2015 年 1 月 18 日)组建一个常设委员会，负责编写沙特王国关
于人权公约的报告，使这些努力达到高峰。该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监测条约机构
和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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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关于提交条约报告的程序要求，沙特王国已按时向其加入的人权公约提交

了所有国家报告。50
136. 沙特王国与人权理事会合作，分别在 2009 年和 2013 年积极参加了第一轮
和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并在落实在这两轮审议中收到和认可的建议方面，取得
了相当大的进展。根据“编写报告时所要遵循的方法”第 4(a)段，人权委员会在
其年度报告中列入了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收到和认可的建议，并对实地的落
实情况进行了评估。落实这些建议的情况，是评价沙特王国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
面取得的进展的一个定性指标。
137.

沙特王国与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合作，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复两位特别报告

员的问题和调查，并按照理事会的申诉程序开展工作。根据第 2775 号最高令
(2010 年 3 月 13 日)建立了一个国家机构，以客观和完全独立的方式处理问题并
进行调查。沙特王国向一些重要的任务负责人发出访问该国的邀请，包括在
2017 年 1 月进行访问的赤贫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在 2017 年 4 月 30 日
至 5 月 4 日进行访问的反恐中注意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对两位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进行了研究，以受益于他们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评论。

五. 遵守适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
138.

沙特王国渴望充分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规定和规则。因

此，它申明支持也门合法性联盟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以完全符合这些规定和规则
的方式进行的。联军不仅急切地想使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以及平民目标免遭
武装冲突的影响，而且还为负起责任，保护他们免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民兵的
严重侵犯，包括不加区分的袭击、杀戮、酷刑、强迫撤离和失踪、封锁和使用儿
童兵。
139.

支持也门合法性联盟制定了符合国际人道法规定和规则的严格的接战规

则，包括一些防止定位错误的机制和程序。该联盟调查所有针对平民、民用设施
和人道主义组织的指控，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些调查的结果。
140.

该联盟最重视对也门的人道主义救济，并协调与国际组织的活动。萨勒曼

国王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中心正在与一些国内和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实施一系
列项目和方案，包括解决霍乱疫情的项目，引起这一疫情的，是伊朗支持的胡塞
武装民兵对环境和本来可以帮助防止疾病传播的卫生设施造成的损害。该中心还
启动了帮助被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民兵征募的儿童兵康复的一些方案，以及为也
门妇女和家庭提供的支助项目。此外，该中心还启动了营养、医疗、卫生和环境
项目，以解决粮食和药品短缺的影响，并提高卫生服务的能力，以便在没有任何
歧视或偏见的标准框架内支持获得食物和药品的人权。
141.

根据支持也门合法性联盟宣布的 2018 年也门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沙特王

国通过联合国提供了 4.65 亿美元财政援助，用于支付联合国各组织实施的方
案。与此同时，它为支持也门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 3,5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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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国家优先事项和倡议
沙特王国申明，它致力于在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该国的成文法以及它按照

142.

区域和国际人权公约所承担的义务的基础上，实现最高水平的人权保护，以及促
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根据旨在实现国家目标的计划和政策，最重要的是
。“2030 年沙特愿景”，适当注意条约机构和普遍定期审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为此目的，沙特王国将通过采取必要的立法和体制措施，提高一般执行措施的有
效性，提高认识，促进民间社会的参与和促进区域和国际人权合作，努力克服在
保护和促进人权道路上的挑战。此外，沙特王国将努力制定更高的定性和定量指
。标，以衡量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

结论
沙特阿拉伯王国申明，本报告以符合报告编写准则的方式，简要回顾了为

143.

保护和促进人权而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尽管已经取得的所有成就，沙特王国仍然
希望通过它的各个机构，并在两圣寺护法萨尔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
特国王和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亲王殿下
。的积极指导下，在人权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注
التوصية ()222
التوصيات (جزء من )63 ،60 ،32
التوصيات ()143 ،135 ،134 ،112 ،70 ،56
التوصية ()187
التوصيات ()135 ،115 ،74 ،44 ،31 ،30
التوصيات (جزء من  ،46جزء من  ،51 ،49 ،48 ،47جزء من  ،53 ،52جزء من )172 ،54
التوصيتان ()217 ،216
التوصية ()117
التوصيات (جزء من )156 ،155 ،45
.التوصيات ()157 ،143 ،136 ،135 ،134 ،112 ،74 ،70 ،56
التوصيات (،113 ،112 ،108 ،107 ،106 ،105 ،103 ،102 ،101 ،100 ،98 ،96 ،95 ،93 ،92 ،57 ،31
)162 ،115 ،114
التوصيتان ()142 ،141
التوصيات ()111، 110 ،102
التوصيات ( ،28 ،27جزء من  ،37جزء من  ،39جزء من  ،43جزء من  ،145 ،142 ،141 ،45جزء من ،148
.)153
التوصيات (،212 ،211 ،210 ،209 ،208 ،207 ،203 ،201 ،200 ،199 ،198 ،197 ،194 ،182 ،116 ،64
.)214 ،213
التوصيات ( ،3 ،1جزء من  ،7جزء من  ،9جزء من  ،18 ،17 ،12 ،11 ،10جزء من  ،19جزء من  ،20جزء من
.)23
التوصيات ()80 ،75 ،64
التوصيتان ()215 ،30
التوصيات ()146 ،142 ،141 ،69
التوصيتان ()142 ،141
يستند مركز الملك سلمان لإلغاثة واألعمال اإلنسانية في عمله على عدد من المرتكزات ،منها ،مواصلة نهج المملكة في
مد يد العون للمحتاجين على مستوى العالم ،وتقديم المساعدات للفئات المتضررة بعيدا ً عن أي دوافع غير إنسانية،
والتنسيق والتشاور مع المنظمات والهيئات العالمية ،وتطبيق جميع المعايير المهنية المتبعة في البرامج اإلغاثية ،وتطوير
الشراكات الفاعلة مع المنظمات والهي ئات العالمية الرائدة في العمل اإلنساني لضمان االستجابة العاجلة للتعامل مع
األزمات اإلنسانية ،وضمان استدامة أثر المساعدات اإلنسانية المقدمة عبر تحسين ومتابعة مخرجات البرامج اإلغاثية.

2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GE.18-13732

A/HRC/WG.6/31/SAU/1

التوصية (.)185
التوصيات (.)191 ،186 ،185 ،184 ،177 ،115 ،114 ،113 ،98 ،93 ،74 ،68 ،57 ،44 ،30
التوصيتان (.)215 ،134
التوصيات (جزء من  ،37جزء من  ،39جزء من .)150 ،146 ،142 ،141 ،41
التوصيات (جزء من  ،40جزء من  ،41جزء من  ،42جزء من  ،43جزء من  ،45جزء من  ،124جزء من ،125
جزء من  ،126جزء من  ،139 ،130جزء من  ،147 ،145 ،144جزء من .)156 ،155 ،153 ،151 ،149 ،148
التوصيات (.)220 ،218 ،217
التوصيات (.)160 ،159 ،72
التوصيات (.)213 ،133 ،132 ،131 ،116 ،72 ،44
التوصيات (جزء من  ،46جزء من  ،51 ،49 ،48 ،47جزء من  ،53 ،52جزء من  ،63 ،59 ،54جزء من ،137
جزء من  ،173 ،172 ،170 ،164جزء من .)175
التوصيات ( ،49جزء من .)170 ،154 ،117 ،53 ،52
التوصيتان (.)167 ،166
التوصيات (.)215 ،192 ،191 ،190 ،189 ،187 ،184 ،98 ،64 ،30
تضمنت المؤشرات التعليمية لعام (2017م) بقطاعيه العام والعالي ما يلي :معدل طالب/معلم ،)11( :نسبة المباني
المستأجرة ،)24%( :مؤشر التكافؤ بين الجنسين في االلتحاق بالتعليم ،)1.02( :نسبة مشاركة التعليم األهلي (،)17.9%
نسبة الطلبة الخريجين في مرحلة البكالوريوس ،) 91%( :نسبة المقبولين في الجامعات الحكومية من إجمالي خريجي
الثانوية.)64%( :
التوصيات (.)188 ،187 ،184
التوصيات ( ،194 ،182 ،158 ،116 ،73جزء من ،205 ،204 ،203 ،202 ،201 ،200 ،199 ،198 ،197 ،196
.)214 ،213 ،212 ،211 ،210 ،209 ،208 ،207 ،206
تم اتخاذ العديد من التدابير الرامية إلى تعزيز حقوق العاملين في الخدمة المنزلية ومن أبرزها :تطوير آليات االستقدام،
وذلك بتأهيل مكاتب وشركات االستقدام ،من خالل التدريب على صور االتجار باألشخاص ،والتعريف بالمعايير
الخاصة بممارسة النشاط ،والتأكد من استيفاء الشركات للمعايير المطلوبة للحصول على التراخيص ،والتنسيق مع
سفارات الدول التي تم إبرام اتفاقيات تعاون معها ،وتطوير الرقابة واإلشراف على الممارسين ،حيث تم إطالق برنامج
(مساند) للعمالة المنزلية وهو نظام إلكتروني يربط إجراءات توظيف العامل في الخدمة المنزلية من بلده إلى أن يغادر
المملكة بعد انتهاء العقد بشفافية ووضوح ،وذلك بمشاركة الجهات المعنية داخل المملكة وخارجها ،كما تم أتمتة
اإلجراءات الموثقة للعمالة المنزلية من بداية دخولها للمملكة حتى انتهاء العقد ،وحفظ حقوقهم من خالل بطاقة الرواتب،
وإلزام أصحاب العمل ببرنامج حماية األجور ،ومراقبة السداد ،وتوثيق العقود والرواتب ،وضمان الحقوق ،وتقديم الدعم
والحماية للعمالة المنزلية ،وتطوير آليات الدعم والحماية ،حيث تم إضافة إلى إطالق الرقم الموحد لتقديم البالغات،
تعرف العامل في الخدمة المنزلية بإجراءات االنتصاف عند انتهاك أي ٍ من حقوقه بما
إصدار الكتيبات والمطويات التي ِّ
في ذلك اآللية المختصة بتلقي البالغات ،وطرق الحصول على المساعدة القانونية والترجمة.
التوصيات (.)221 ،215 ،186 ،185 ،29
صدر األمر الملكي رقم (أ )86/وتاريخ 1439/4/18هـ الموافق ( 5يناير 2018م) القاضي بصرف بدل غالء معيشة
شهري للمواطنين من الموظفين والموظفات المدنيين والعسكريين ،وإضافة بدل غالء معيشة للمعاش التقاعدي ،وإضافة
بدل غالء معيشة للمخصص الشهري لمستفيدي الضمان االجتماعي ،وزيادة مكافأة الطالب والطالبات من المواطنين
بنسبة ( ،) 10%وتحمل الدولة ضريبة القيمة المضافة عن المواطنين المستفيدين من الخدمات الصحية الخاصة ،والتعليم
األهلي الخاص ،وكذلك تحمل الدولة ضريبة القيمة المضافة عما ال يزيد عن مبلغ ( 850.000لاير) من سعر شراء
المسكن األول للمواطن.
التوصيات ( ،31جزء من  ،33 ،32جزء من  ،34جزء من ،75 ،74 ،71 ،70 ،68 ،64 ،58 ،57 ،56 ،55 ،35
 ،108 ،107 ،106 ،105 ،103 ،102 ،101 ،100 ،99 ،98 ،97 ،96 ،95 ،94 ،93 ،92جزء من ،110 ،109
،178 ،177 ،176 ،163 ،162 ،157 ،152 ،143 ،138 ،136 ،135 ،134 ،115 ،114 ،113 ،112 ،111
.)215 ،192 ،191 ،190 ،189 ،187 ،184 ،183 ،181 ،180 ،179
من القرارات التي اتخذت لتعزيز حقوق المرأة المتصلة بالقضاء :زيادة نسبة المحاميات بنسبة  ٪١٢٠حيث ارتفع
عددهن إلى  304محامية ،وإطالق دبلوم المحاماة لتقديم التأهيل المنتهي بمنح رخصة مزاولة المهنة ،وإنشاء مراكز
خاصة لتنفيذ أحكام الحضانة من أجل توفير بيئة نموذجية يسودها الجو األسري واألمني والصحي والترفيهي ،بمشاركة
إحدى مؤسسات المجتمع المدني في المملكة ،و منح المرأة حق الوالية على المحضون مما يسهل عليها الحصول على
الخدمات من الجهات المختلفة ،واستحقاق أسرة المتغيب أو المفقود واألسرة المهجورة أو المعلقة لمعاش الضمان
االجتماعي ،وتعديل الئحة نظام التنفيذ التي نصت على حق الحضانة لألم خالل فترة التقاضي وأن يكون تنفيذ قضايا
الحضانة أو الزيارة في بلد الحضانة أو الزيارة المنصوص عليه في السند التنفيذي ،والتنفيذ الفوري ألحكام النفقة أو
رؤية الطفل المحضون أو تسليمه لحاضنته ،وإنشاء مكاتب نسوية في محاكم األحوال الشخصية لخدمة المرأة مجاناً،
بالمشاركة مع إحدى مؤسسات المجتمع المدني ،وصدور تعميم رئيس المجلس األعلى للقضاء رقم ت ١٠٤٩/وتاريخ
 ١٤٣٩/٦/٢٠هـ الموافق ( ٨مارس  )٢٠١٧المتضمن أحقية األم بإثبات حضانة أبنائها دون حاجتها إلى رفع دعوى
قضائية في محاكم األحوال الشخصية بذلك في الحاالت التي يثبت عدم وجود خصومة أو نزاع بينها وبين والد
المحضوني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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صدرت الالئحة التنفيذية لنظام الحماية من اإليذاء متضمنةً عددا ً من اآلليات التنفيذية لألحكام الواردة في النظام ،ومن
أبرزها :التزام كل جهة عامة أو خاصة بإبالغ وزارة العمل والتنمية االجتماعية أو الشرطة عن حاالت اإليذاء التي تطلع
فيها فور العلم بها ،وإنشاء مركز لتلقي البالغات يقوم باستقبال البالغات عن حاالت اإليذاء ،والتعامل الفوري مع
البالغات من خالل التواصل مع الحالة وتقييم وضع الحالة من حيث الخطورة ،وإجراء التقييم الطبي لها إذا لزم األمر
واتخاذ جميع اإلجراءات الالزمة والمناسبة للتعامل مع الحالة ،والتأكيد على أقسام الشرطة وغيرها من الجهات األمنية
المختصة االستجابة الفورية لطلب وحدة الحماية االجتماعية بدخول أي موقع ،وتوفير الحماية الكاملة للمختصين من
وحدة الحماية وللحالة.
التوصيات (.)215 ،187 ،135 ،115 ،74 ،44 ،31 ،30
تشير اإلحصاءات لعام 2017م إلى أن عدد مدارس رياض األطفال قد بلغ ( )3272مدرسة ،وبلغ عدد الطالب
والطالبات في مرحلة رياض األطفال ( )267270طالبا ً وطالبة ،وبلغ عدد األطفال ( )14971طفالً في ()1518
حضانة .كما تم إطالق برنامج تثقيف األم والطفل ،لدعم األم في رعاية وتربية أطفالها ومساعدتها على إكسابهم
المهارات األساسية (العقلية ،والبدنية ،والعاطفية ،واالجتماعية) بما يتوافق مع خصائصهم بعمر الخمس سنوات،
 ،حيث تم تحقيق  %95من المؤشر ECERSباإلضافة إلى برنامج تجويد البيئات في رياض األطفال باستخدام مقياس
المطلوب.
التوصيتان (.)215 ،134
صدر قرار مجلس الوزراء رقم ( )534وتاريخ 1436/12/29هـ الموافق ( 12أكتوبر 2015م) بشمول الطالب من
ذوي اإلعاقات الجسمية والصحية بالمكافآت المقررة لطالب التعليم الخاص ،ومضاعفة مكافأة التربية الخاصة لتشمل
( )14حالة من اإلعاقات الجسمية والصحية.
تم إطالق برنامج “يسير” وهو برنامج تعليمي لذوي الذكاء الحدي بدأ العمل به مع بداية العام الدراسي
1437هـ1438/هـ الموافق (2017م2018/م) .كما قامت وزارة التعليم بطرح مبادرة تعنى بتقديم الخدمات التعليمية
للطالب المقيمين في مراكز األورام والمستشفيات ،وذلك بافتتاح ( )5فصول دراسية وبرنامج التدخل المبكر ()20
روضة من رياض األطفال الحكومية في ( )5إدارات تعليمية.
التوصيات (.)90 ،79 ،78 ،67 ،66 ،65 ،62 ،61
التوصيات ( ،83 ،82 ،81 ،76جزء من  ،84جزء من  ،87 ،85جزء من  ،88جزء من .)224 ،223
التقارير التي حل موعد تقديمها وقدمتها المملكة إلى هيئات المعاهدات :تقرير المملكة الجامع لتقاريرها من (الرابع وحتى
التاسع) المقدم وفقا ً للمادة ( ) 9من االتفاقية الدولية للقضاء على جميع أشكال التمييز العنصري ،وقد تمت مناقشته في
الدورة ( )95للجنة القضاء على التمييز العنصري التي عقدت خالل المدة من  23أبريل إلى  11مايو 2018م ،وتقرير
المملكة األول المقدم وفقا ً للمادة ( ) 8من البروتوكول االختياري التفاقية حقوق الطفل المتعلق باشتراك األطفال في
النزاعات المسلحة ،وتقرير المملكة األول المقدم وفقا ً للمادة ( )12من البروتوكول االختياري التفاقية حقوق الطفل
المتعلق ببيع األطفال وبغاء األطفال واستغالل األطفال في المواد اإلباحية ،وتقرير المملكة الجامع للتقريرين (الثالث
والرابع) المقدم وفقًا للمادة ( )18من اتفاقية القضاء على جميع أشكال التمييز ضد المرأة ،وقد تمت مناقشته في الدورة
( )69التي عقدت خالل المدة من  12فبراير إلى  3مارس 2018م ،وتقرير المملكة الثاني المقدم وفقا ً للمادة ( )19من
اتفاقية مناهضة التعذيب وغيره من ضروب المعاملة أو العقوبة القاسية أو الالإنسانية أو المهينة ،وقد تمت مناقشة في
الدورة ( ) 57للجنة مناهضة التعذيب التي عقدت خالل المدة من  18أبريل إلى  31مايو 2016م ،وتقرير المملكة األول
المقدم وفقا ً للمادة ( )35من اتفاقية حقوق األشخاص ذوي اإلعاقة ،وتقرير المملكة الجامع لتقريريها (الثالث والرابع)
المقدم وفقًا للمادة ( )44من اتفاقية حقوق الطفل ،وقد تمت مناقشته في الدورة ( )73للجنة حقوق الطفل التي عقدت خالل
المدة من  13إلى  30سبتمبر 2016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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